
A21

主编：刘兴祥 编辑：陈若谷 2019 年 7 月 31 日 星期三 Tel:(0755)83501896

日前， 在证券时报主办的“

2019

（第十二届） 中国财富管理高峰论坛”

上， 粤财信托凭借多年稳健经营和服

务区域经济发展的综合实力， 再度荣

获“年度区域影响力信托公司”奖；由

粤财信托担任受托人的“汇通

2018

年

第三期个人汽车抵押贷款证券化信

托”荣获“年度优秀资产证券化信托计

划”奖。

扎根南粤大地， 稳健经营

35

年

的粤财信托，在大资管时代竞争中不

忘初心、激流勇进，始终坚持“诚信为

本、稳健经营、专业进取、开拓创新”

的企业文化内涵， 聚焦转型方向，公

司转型发展取得积极成效，为全力服

务新旧动能转换、 服务实体经济、服

务居民财富增长，打造全球资产管理

与财富管理金融服务商打下了坚实

根基。

三十五载诚信稳健经营

用专业铸就品牌

1984

年

12

月，沐浴着改革开放的

春风， 肩负着多渠道融资支持广东省

经济社会发展重任的粤财信托正式成

立。 作为改革开放之初全国首批成立

的信托公司之一， 粤财信托参与和见

证了信托业

40

年的繁荣发展，历经多

次行业清理调整、

1997

年亚洲金融危

机和

2008

年国际金融危机， 栉风沐

雨、披荆斩棘。

35

年来，在一次次考验和洗礼中，

粤财信托用实力诠释“诚信为本、稳健

经营、专业进取、开拓创新”十六字经

营方针，稳扎稳打，目前已发展成为专

业化、 综合性的金融服务平台。 截至

2018

年末， 粤财信托管理资产总额达

2772.34

亿元 ， 其中固有资产总额

65.08

亿元 ， 信 托资产 存 续 规 模

2707.26

亿元。 业务结构持续优化，主

动管理信托业务资产规模

1247.47

亿

元，占比近

50%

，两者相比

2017

年底

均有显著提升。

粤财信托的控股股东广东粤财投

资控股有限公司， 为广东最大的省属

综合金融平台，注册资本

238

亿元，业

务以信托理财、资产管理、融资担保为

龙头，涵盖金融科技、股权投资、产业

基金、 金融租赁、 离岸金融和实业经

营。 粤财信托依托控股股东的平台优

势和长久以来深耕广东市场积累的资

源、品牌优势，充分发挥身处粤港澳大

湾区的区位优势， 聚焦长三角、 京津

冀、成渝经济带，以稳健经营和专业的

资产管理能力， 打造最值得信赖的综

合金融服务品牌。

近年来， 粤财信托积极回归信托

本源，聚焦业务转型方向，提质增效，

探索在资产证券化、消费金融、绿色金

融、家族信托、财富管理业务上的新突

破，以更好服务省委省政府中心工作，

服务实体经济发展， 服务粤港澳大湾

区建设。

截至

2018

年末， 粤财信托服务

实体经济项目规模达

1498

亿元，其

中服务广东地区实体经济项目规模

为

866

亿元，投向珠三角主要地市项

目共计

147

个，规模

758.98

亿元。 并

通过为高新技术企业提供融资服

务， 持续推进广东亚行节能减排项

目， 支持高新制造产业和新能源产

业发展。

面对宏观经济、 监管环境和资管

行业的剧烈变化， 粤财信托坚守合规

风控底线、苦炼内功，为业务可持续发

展保驾护航。 良好的风控能力也获得

了专业评价机构的认可， 公司连续三

年被中国信托业协会评为信托行业评

级最高级

A

级信托公司， 接连荣膺

《证券时报》“区域影响力信托公司”，

并多次入选广东企业

500

强、 中国金

融

500

强， 公司品牌知名度和影响力

持续提升。

突出本源优化结构

用专业引领发展

从去年发布的资管新规到今年初

中央提出的 “金融供给侧结构性改

革”， 信托行业面临着新的挑战和机

遇。 粤财信托主动拥抱转型，回归“受

人之托、代人理财”信托本源，转变业

务发展模式，强化业务聚焦，不断提升

主动管理能力。

资产证券化业务是粤财信托转型

的重要发力方向之一， 已初步形成集

群规模。 去年

11

月，粤财信托获批开

展非金融企业债务融资工具承销业

务，成为首批

12

家获得此项业务资格

的信托公司之一。 年初，粤财信托又成

立专业的资产证券化业务团队， 不断

提高主动管理能力和创新服务能力。

截至

2018

年末，粤财信托落地各

类资产证券化项目

24

个， 总规模达

689.18

亿。 其中包括作为证券交易所

资产证券化原始资产受托人成功发行

46

亿雅居乐

CMBS

， 作为银行间市场

受托人成功发行

25.8

亿招商局通商租

赁

ABN

资产支持票据，受托在银行间

市场发行

40

亿元汇通

2018

第二期个

人汽车抵押贷款资产支持证券等。 凭

借出色的表现， 粤财信托还荣获了国

债登记中心评选的“

2018

年

ABS

优秀

发行人”称号。

今年以来， 粤财信托持续发力资

产证券化业务，雅居乐教育

2019

年度

第一期资产支持票据， 是银行间市场

全国首单学费收费权资产证券化业

务；规模

17.4

亿元的粤财信托

-

光谷软

件园单一资金信托计划， 是湖北省首

单

CMBS

，用于湖北科投直接或间接参

股企业下的高新技术项目的生产建设

运营，有力支持了战略新兴产业。

家族信托则是粤财信托财富管理

业务的重点布局方向， 目前已成立以

资金家族信托、股权家族信托、房地产

家族信托、 保险金信托为核心产品线

的家族办公室， 团队成员在信托结构

设计、税务筹划、跨境资产配置、家族

企业融资管理等方面有丰富的工作经

验。 同时，粤财信托强化与外部机构深

入合作， 合力为家族信托客户提供专

业、高效、定制化的综合服务方案。

回归信托本源业务的同时， 粤财

信托积极履行企业社会责任， 通过慈

善信托、绿色信托等方式，汇集各方资

源支持慈善事业发展， 助力生态环境

改善。

早在

2008

年，粤财信托就在国内

首创设立了 “亚洲开发银行贷款广东

节能减排促进项目资金信托计划”，以

优惠利率支持广东省燃煤电厂节能减

排，资金规模

１

亿美元，可循环投入使

用。 截至

2018

年末，已累计服务

44

家

企业，每年节电

15.3

亿千瓦时。广东亚

行节能减排项目凭借在环保节能上的

突出表现，被《证券时报》评为“

2018

年

度优秀绿色信托计划”。

为更好提升绿色金融专业能力，

粤财信托今年初正式成立了绿色金融

部，打响粤财信托绿色金融品牌。 今年

二季度，“粤财信托·珠光绿色鼎能一

期集合资金信托计划”正式发行，通过

产品结构设计， 让社会资金更好参与

绿色金融，更好推动生态文明建设。

粤财信托还积极探索 “慈善

+

信

托”的业务模式，目前已设立

7

单慈

善信托计划， 先后投向扶贫救济、医

疗研究、困境儿童救助、贫困学生帮

扶等。 “粤财信托·德睿慈善信托”作

为广州市首单慈善信托，凭借优异表

现荣获《证券时报》评选的“

2017

年度

优秀慈善信托计划”。 日前，粤财信托

签约广东扶贫开发协会， 拟设立

400

万元扶贫慈善信托，探索用慈善信托

实现贫困地区和贫困人口脱贫的有

效路径。

35

年初心不改， 资管新时代扬帆

再起航。 站在重要的历史节点，粤财信

托将牢记服务广东省委省政府中心工

作、服务实体经济发展使命，坚持以客

户为中心，提升专业资产管理能力，优

化提升公司管理水平， 强化人才队伍

建设，升级风控合规体系，在大资管时

代抢占新一轮竞争高地。

（CIS）

粤财信托：聚焦转型方向

打造专业综合金融服务商


